
日，电影《霸王别姬》《活着》《图雅的婚事》的著名编剧芦苇亮相成都。在接受

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这位被圈内人称为“大炮”的编剧却格外温柔无杀伤力。

芦苇在新书《电影编剧的秘密》中，曾直批第五代导演不会讲故事，不过，昨日他表

示，自己非常期待张艺谋和陈凯歌今年的新片，“希望他们两人通过新作证明自己。”

苇1976年进入西影厂做绘景工，和第五代导演一样，在吴天明的帮助下，芦苇

逐步转为编剧，至今写了23个剧本，包括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张艺谋《活

着》、周晓文的《秦颂》、王全安的《图雅的婚事》……芦苇自嘲，在编剧里面“算是拍

得比较多的”。此次来到成都，芦苇是参加自己任艺术指导的两部电影《挖眼睛》《过

年》的发布会，这两部影片是由四川一家影视公司投资拍摄。

天明是芦苇恩师，前不久去世。芦苇说，他和吴天明都是陕西关中人，两人曾一

直在策划一部描写关中农村的电影《岁月如织》，他来写剧本，吴天明任导演。

剧本早就写完了，吴天明非常满意，都准备拍摄了，“没想到，他突然就去世了，特别

突然。”芦苇说，他会把这部片子做下去，现在已经在找其他人来拍摄，也是希望完成

对吴天明的承诺。

成都商报讯（记者 任宏伟）

第十四届音乐风

云榜颁奖典礼前晚在深圳举行， 谭维维凭借新专

辑《乌龟的阿基里斯》斩获“最佳摇滚艺人”。昨

日成都商报记者获悉，本月谭维维将亮相成都，首

次尝试发起跨界艺术活动。 好久没有跟商报读者

聊天的谭维维， 将于4月22日到成都商报接听热

线 ， 拨 打 时 间 ：13：00 ～13:30， 热 线 号 码 ：

028-86613333-1。

成都商报讯（记者 张世豪）

就像张艺谋

导演的《归来》一样，许鞍华导演的《黄金

时代》也是一部未映先热的电影。昨天，该

片在京举行首次新闻发布会，导演许鞍华，

编剧李樯携汤唯、冯绍峰等主演集体亮相。

汤唯直言，一直以来她都有一个愿望，

饰演一个历史上真正存在过的人物， 这次

如愿以偿。《黄金时代》以传奇女作家萧红

特立独行的人生以及令人唏嘘的爱情经历

为引子， 塑造当年一群意气风发的热血青

年。 导演许鞍华对萧红这个人物魂牵梦萦

四十多年，“她虽然只活了31岁， 但她的生

命是高度凝练和精彩的， 经历了许多人一

生都不曾经历的事。”许鞍华透露，选王志

文扮演鲁迅是因为他非常合适，“我也不希

望表现鲁迅又病又愤怒，尤其是他晚年。”

昨日，“一剧两星，一天两集”的消息引起了

影视圈强烈反响。有业内人士表示，该政策将导致

卫视两极分化更严重， 而最大的受益者是视频网

站和观众。 关于此政策会不会倒逼演员降片酬，

《新白发魔女传》《我的抗战》总制片人刘小枫表

示，“金字塔尖的明星仍然高片酬”，而《红高粱》

制片人曹平则表示， 未来电视剧制作整体成本都

会控制，自然也包括演员片酬。

新政考验二三线卫视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表示， 此次电视剧播出方

式调整的主要目的在于进一步均衡卫视综合频道

节目构成，强化综合定位，优化频道资源，丰富电

视剧荧屏。

知名电视策划人谢晓虎向成都商报记者表

示，其实电视剧行业一直都是往一剧一星、一剧两

星这方面发展的，而拼星的大部分是二三线卫视，

独播的大部分都是一线卫视。 他认为未来一定能

催生出三四个大剧卫视来，可以与央视抗衡。

昨日， 除了央视八套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不

回应外，几家卫视都表示正在学习研究政策。陕西

卫视表示， 政策的出台有利于调控电视荧屏的同

质化竞争和演员市场的价格虚高现象， 未来将增

大现实重大类的题材剧目，强化和创新自办节目，

“以自办节目来弥补剧场缩减带来的收视流失，新

政将对二三线卫视的营销推广水平有更强考验，

自己对剧的判断和操作将是我们今年下半年要深

入强化的工作重点。”河北卫视相关负责人也明确

表示对二线电视台不利， 将来可能开辟次黄金剧

场，该卫视同时也表示，这个政策也是二三线卫视

利用剧场定位培养忠实观众的绝佳机会， 同时让

更多影视作品参与公平竞争。

昨日， 四川卫视相关负责人告诉成都商报记

者，总局这一规定出台后，四川卫视将着重打造独

播剧。该负责人称，近年，四川卫视在黄金档主要

推出有年代感的抗战剧，也取得了不俗的收视。

遏制演员片酬虚高？

国产电视剧产量一直是供大于求， 谢晓虎表

示， 当前电视剧市场上有许多粗制滥造的 “雷

剧”，但是因为分担成本低，依然会有人购买。但是

如果变成“一剧两星”的模式后，购买成本增高

了，这类剧的市场肯定会有所萎缩。

曾投资拍摄过《金粉世家》《龙票》等电视剧

的广东强视影业老总游建鸣认为， 目前很多剧都

是看演员，无论是制作单位、电视台还是观众，基

本被演员绑架，这样除了导致演员片酬虚高外，还

影响电视剧的制作，“总局这一规定， 至少理性回

归了第一步，请演员会理性化。”游建鸣还认为，此

项规定实施后，电视台买剧选择会更多，更多好的

优秀剧得以在更多的上星频道播出。

刘小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对行业影响更

大的是“一天两集”，这将直接让从业门槛变高，

“以前都说行业进入门槛低， 煤老板也可以来投，

是因为很多地面频道也可以消化电视剧， 现在卫

视的播出量直接减少三分之一， 让拍剧的风险更

高了。” 但他认为对演员高片酬的影响不大，“位

于金字塔尖的演员永远是稀缺资源， 二三线的演

员影响应该有。”

《红高粱》制片人曹平则表示，政策对行业影

响巨大，好剧之间的竞争也更激烈，“内容为王。”

她表示今后对于电视剧的制作， 将会更加控制成

本，“我们肯定会考虑演员成本。”

“千台一剧”情形得以改观

刘小枫也向记者表示， 此政策最大的受益方

是视频网站之类的新媒体， 对于制作人的他们来

说，会比现在更多地考虑新媒体。腾讯视频总编辑

王娟告诉记者，目前政策出来后，腾讯的购剧总额

不会减少，“我们会继续依照内容质量来购剧，也

继续推行我们的自制剧。”

谢晓虎表示，“一剧两星”对电视剧行业一定

会带来洪水猛兽般的影响， 各大卫视制作公司也

将会面临大洗牌，但是对于广大电视观众来说，绝

对是个利好。因为观众的选择更多了，每天打开卫

视， 有几十个电视剧可以选择看。 同时，“一剧两

星” 也减少了当前电视剧“库存”过多的情况，使

得当下电视剧荧屏“千台一剧”的情形得以改观。

在这个竞争过程中， 电视台在电视剧的类型化选

择上也必然越来越细化， 更有利于观众选择适合

自己口味的电视台和电视剧。

对于总局新规，网友“吾是舞生”表示，“一剧

两星”的播出模式最大的好处就是“不管怎么换

台，都在播一样的电视剧”的体验会改善不少。不

过，只要中国电视剧的制作水平不提高，观众还会

有“不管怎么换台，都在播同样差的电视剧”的糟

糕体验。

将于4月26日在四川省体育馆举办

的“皆大欢喜酒业·致青春城市印象演唱

会”温暖蓉城，回归亲情、回归青春记忆

和回归城市印象， 作为致青春演唱会的

三大致胜法宝， 必将在成都引起新一轮

“向青春致敬”的热潮。这本应是一场不

会有扛着长焦镜头， 举灯牌尖叫粉丝的

演唱会，现场所有的观众，都将会静静聆

听他们青春的过往。 这本该是一场祭奠

与缅怀青春的无声电影， 却从一开票就

引起大家热议。

在售票厅，一位80后说，自己的父母

一听到龙飘飘要来成都， 就让他四处打

听在哪里有卖票的， 一定要来看这场演

唱会。正巧也有自己的偶像郑钧，所以来

买了三张票， 他准备带着父母一起去看

演唱会。“我相信那会是一场让我们感动

得泪流满面的夜晚， 因为可以和父母一

起让我们再重新感受一次自己的青春。”

还有一位70后的网友说：在大城市

的漂泊中，在生活压力的逼迫下，真想

约上三五个好友， 哪怕只是短暂的时

光，我们在一起放肆大笑、说不着边际

的话，相约一同看场写满我们青春年代

的演唱会， 看看当年为之疯狂的偶像，

在演唱会上几千人一起合唱那一首首

老歌，尽情的跳、叫、笑……疯狂过后再

一起胡吃海喝、举杯把盏，一起回味当

年疯狂的青春。

4月26日“皆大欢喜酒业·致青春城

市印象巡回演唱会”成都站，我们弥补你

对青春的遗憾，只等你来，听听老歌，回

想那时的自己！

（任宏伟）

演出名称： 致·青春城市印象

2014

年全国巡回演唱会

演出时间：

2014

年

4

月

26

日

20

：

00

演唱会地点：四川省体育馆

票价：

280

元、

480

元、

680

元、

880

元、

1280

元、

1680

元

票务总代理：大麦网

4006103721

指定销售：锦城艺术宫

86653820

全程主办： 北京大华骏腾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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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极》与陈凯歌状态有关

成都商报：宋丹丹和编剧的口水仗争

议很大，你站在哪边？

芦苇：

我在网上看到这个事情，我没

有参加讨论，我两边都不站，置身事外看

这个事， 他们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

知道呢？

成都商报：国内编剧的话语权好像特

别少？

芦苇：

一句话，中国电影太业余了，表

现就是对编剧的漠视。你像一个很搞笑的

事情，一些奖，好几年没有最佳编剧奖，这

太搞笑了！

成都商报：能谈谈您的稿酬吗？

芦苇：

我觉得电影编剧的稿酬偏低，

一般的编剧就是几十万， 我算比较高，上

百万，但国内很少编剧能拿到那么高。

成都商报：你任编剧的《狼图腾》今年

可能要公映了？

芦苇：

对。《狼图腾》这个小说出来很

多年，差不多20年了，但中国的电影导演对

这部作品态度很漠然。 法国导演让·雅克·

阿诺执导，这次和法国导演合作很愉快。

成都商报：和国内导演、国外导演合

作，有何区别？

芦苇：

其实，他们在状态好的时候都

很棒，中国导演状态好时也能拍出很棒的

作品，状态不好的时候就很差。比如《无

极》， 你能想象这是由曾拍出 《霸王别

姬》的陈凯歌拍的吗？

第五代导演不会讲故事

成都商报：谈谈您的新书《电影编剧

的秘密》，有人说这是一部编剧教程？

芦苇：

这部作品，其实更多是我的工

作经验，我得把经验分享出来，让从业者

一块来研究。这是一本讲真话的书。我听

说还卖得不错（笑）。大家都很喜欢看，而

我无非是在书上说了真话，像我们电影圈

文艺圈，现在是有真话不能说，假话套话

成疯，不正常！

成都商报：在《电影编剧的秘密》中，

您批评第五代导演不会讲故事， 而今年，

陈凯歌、张艺谋都会有新片要上。

芦苇：

对。第五代导演不会讲故事，跟

我们的教育有很大关系。比如我，我不是

正规专业出来，我初二下乡，没上过学，不

是科班出身，所以工作习惯工作方法和他

们都不一样。但我很期待凯歌和张艺谋的

新作，听说《归来》的口碑很好，我还没有

机会看， 也希望凯歌能拍出高质量的作

品。很长一段时间，他是遭到媒体的质疑，

对他有很多看法，希望这部作品他能证明

自己。

论中国电影质量

成都商报： 现在国内电影票房很高，

但很多人认为，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已经

过去了？

芦苇：

中国电影质量是笑料，但票房

大增， 这也是和我们的硬件增加有关，比

如《霸王别姬》时，全国就2000家电影院，

而现在全国的电影院线有1700个。我们的

一些产品只能给观众喂高级或低级的垃

圾，比如《小时代》这样的电影，票房很

高，我也去电影院贡献了票房。我是电影

人，做研究看这是怎么回事。这部电影就

是描绘了一幅虚假的富贵图，让你暂时在

两个小时内圆富贵梦。我们应该有郭敬明

这样的电影， 但更应该有文化精神的电

影，百花齐放并存，而现在只剩下炫富崇

尚时尚潮流的电影，带有真实生活痕迹的

电影没有了，这种现象不正常。

成都商报：获得金熊的《白日焰火》票

房也很高，其实这是一部艺术片。

芦苇：

对，从《白日焰火》上就看出，

艺术片拍出质量一样有人看。但我也有一

个问题， 如果这部影片没有在国外获奖，

还会取得如此大广泛的影响力？现在有一

个问题就是，很少有一部我们拍摄的电影

在国内取得巨大影响成功后，在国外也同

样取得成功。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总局对卫视黄金时段播出电视剧提要求

自明年1月1日起“一剧两星，一天两集”

电视剧门槛高了

“雷剧”能否减少

谭维维约商报读者 聊跨界音乐艺术

著名编剧芦苇谈第五代导演

期待张艺谋陈凯歌

用新片证明自己

皆大欢喜酒业·致青春城市印象演唱会

致·青春城市印象演唱会 要唱哭70后、80后

出演《黄金时代》

汤唯遂了心愿

汤唯饰演萧红 许鞍华与汤唯等明星在发布会上谈笑风生

琼瑶举报

于正抄袭

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码上控”下载安装

芦苇


